
█ 文 編輯部

記得十年前安寧病房籌備期間，聖母醫

院正精打細算準備購買必要的醫療設備及

器材，在估價時發現，一個普通病床床墊

只需幾千元，而最好的抗菌防褥瘡床墊大

約是普通床墊十二倍的價錢。雖然台東聖

母醫院已為拮据的經濟及龐大的設備經費

傷透腦筋，但當時的院長鄭雲修女仍舊特

別指示「愛就從一張病床做起」，她說：

「病人病了，常不能自如行動，大部分的

時間都在床上，病床是否舒適？對病人影

響最大，不要讓病人再受苦了，我們即使

縮衣節食，也要讓病人享有最舒適的床

墊」。就這樣醫院購買了市面上最舒適的

抗菌防褥瘡床墊，睡過的病人都知道，這

個愛的床墊不一樣就是不一樣；這就是聖

母醫院秉持以「大愛做小事」的精神，永

遠提供給病人們最好、最舒適的服務。    

在各界的支持鼓勵下，經過半年多的

籌備，2004年4月復活節前，台東聖母

院的安寧病房－恩典家園正式成立，讓

台東地區終於有了第一家的安寧病房；

醫院也將安寧居家照護與住院式服務做

最有效的整合，努力發展出具東部人文

特色的安寧照護模式，希望能讓東部病

患在人生最後旅程，同樣享有尊嚴與平

安！是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是所有恩

人的愛心督促著聖母醫院努力將愛化為

實際行動，為台東末期病患打造一個安

寧舒適的家。

時光荏苒，回首檢視這十年來，不

只是安寧療護服務，獲得鄉親父老兄弟

姐妹們的熱烈迴響；我們的醫療服務、

居家護理、送餐服務、部落關懷及各項

「愛的服務…等」，也得到眾多的肯定

與支持。感謝聖母夥伴們的全心全意的

奉獻與投入，醫院所堅持的理想得以繼

續向前邁進，一步一腳印的耕耘方式雖

然緩慢，但卻能逐步展現踏實的成效。

在十週年的此刻，醫院還能繳出一張

像樣的成績單，這全都要歸功於所有肯

定與支持我們的朋友們及天主特別的恩

寵，謝謝您們﹗

台東聖母醫院是守護台東人健康的醫

院，我們堅持「別人不做我們做、別人

不去我們去」的理念。1961年在台灣的

〝後山〞開始為貧病需要的人提供熱切

的服務，從來沒有因病患付不出醫藥費

而拒絕服務，在台東長達172公里的醫療

服務線，聖母醫院填補了政府的漠視、

社會的遺忘；五十多年來，不管台灣從

「愛是分享！我們的使命就是把

天主賜給我們的愛，充滿這世界。」

-德蕾莎修女-

貧窮到富有、從農業到高科技，天主教

的修女們無怨無悔的為這塊土地奉獻青

春、付出生命，始終如一！

我們深信「愛的體認在實踐中」！因

為每個人都有愛的潛力，只是常常沒有

機會發揮！而聖母醫院堅持為後山末期

病患及窮人服務的理想，是妳、我可以

化愛為行動力的地方！只是，偏鄉台東

需要我們關懷服務的工作越來越多，範

圍也越來越廣，雖然我們辛勤耕耘，但

總嫌不足；因此，我們更需要您潛藏在

內心的愛與我們一起發光發熱，您的愛

心與支援，才是我們能夠繼續為後山窮

人們提供健康照顧最大的原動力。

愛就從

一張病床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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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傳愛嘉年華

我把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界所賜的一樣。你們心裡不要煩亂，也不要膽怯。（若14：27）

宗旨：愛主愛人、尊重生命、為窮人服務   願景：建構醫療福傳網絡，落實四全醫療照護  目標：成為東部安寧療護及健康促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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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聖母醫院乳腺健康中心自去年開

幕至今已滿一年了，從剛開始猶如一個

小嬰兒般的誕生，經過孩童期的摸索，

到今天的成長茁壯，個中點滴，讓我深

深的感謝這當中許許多多曾經幫忙及支

持的朋友，不論是透過捐款或是給聖母

醫院的肯定與鼓勵，都給了我們聖母醫

院乳腺健康中心繼續為花東婦女們服務

的最大動力。

這一年在台東聖母醫院乳腺健康中心

努力下，我們目前:

◆ 已做了近1200名的乳房磁振造影篩

檢，其中大部分係針對高危險群的花

東乳癌病友、二等親有乳癌，及個人

罹患卵巢癌或子宮內膜癌患者、高風

險病理、花東中低收入戶婦女及花東

修女的全額公益補助檢查外，還有花

東非高危險群民眾乳房磁振造影的部

分公益補助，讓許多的花東婦女享受

最實際、高精密、高準確度及高品質

的乳房檢查。

◆  經由乳房磁振造影檢查後發現異常，並

經病理切片確診乳癌者，目前統計已

有31人，可喜的是這些確診個案大部分

都是早期的乳癌，相對的也大大減低了

治療或化療的痛苦，除了治療效果良好

外，也為國家省了許多健保支出。

◆  透過聖母醫院乳房磁振造影檢查及後

續完善快速的轉診流程，我們與台北

榮總、榮總台東分院、花蓮慈濟、台

北醫學院、高雄醫學院、新店耕莘醫

院、台東馬偕醫院、衛生福利部台東

醫院…等，建立了很好的連結管道，

提供花東民眾方便快速與最好的偏鄉

醫療服務模式。

◆  透過台東聖母醫院乳症科門診專業的

診察，解決了大部分花東婦女乳房健

康的疑問，免去她們舟車勞頓的辛苦;

同時也成為花東各醫療院所醫師間的

溝通橋樑，彼此更建立了良好的互動

關係。

◆  幫助許多乳房高風險的婦女，透過預

防性的投藥、健康飲食與健康生活等

衛教活動的推展，大大降低了乳房罹

癌的風險。

我深深覺得，台東聖母醫院乳腺健康

中心的成立，是花東婦女的一大福音，

也是一個美麗的奇蹟。再次感謝所有與

我們攜手合作的醫療院所、辛苦的醫

師、護理人員，以及幫助我們的每一個

捐助恩人，因為有你們，我們才能繼續

為花東的婦女們服務。

我想，未來的路還很長， 台東聖母醫

院乳腺健康中心願意與大家一起努力，

繼續創造這一個美麗的奇蹟…。

█ 文 黃柏榮 本院乳腺健康中心主任

美麗的奇蹟美麗的奇蹟
   專題企劃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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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祝福˙

安寧10年
天國寶寶搖籃所
你是重要的，因為你是你

直到最後一刻，仍然是那麼的重要

我們會盡一切努力，幫助你安詳逝去

但也會盡一切努力，讓你活到最後一刻！（安寧療護之母-桑德斯醫師）

安寧照護心路歷程　文／尤惠嬌

在病房裡，面臨生離死別是家常便飯，但

每每看到家屬面臨親人即將過逝，其內心的

悲傷、難過、煎熬與不捨等反應時，我卻因

為知道自己的語言表達能力不好，怕做得不

夠好，擔心家屬情緒不但沒得到平穩反而更

糟，所以常常不知該如何去安撫家屬，只能

在旁默默陪伴、傾聽。直到去年，病房陸續

來了許多在照顧上有問題的病患，如：單

身、獨居、遊民，甚至遭家人棄之不理的病

人，雖給安寧團隊帶來很大的壓力與考驗，

卻給我免於面對家屬的恐懼，放心的與病人

交談；從他們口中我才瞭解到，其實他們要

的不多，只渴望在人生的最後旅程，能在溫

馨舒適的環境中，得到一份真誠無私的關懷

和祝福而已！

我的家人及朋友們常常問我為何可以在安

寧病房待那麼多年？每天面對這些即將死亡

的人，不會煩躁或害怕嗎?我唯一能回應他們

2000年醫療大環境的改變，讓台東聖母醫院面臨了生存的困境，當時的修女帶領著醫

院所有員工思慮未來服務方向時，負責一般居家護理的艾修女，訴說她在服務台東鄉親

時，發現有許多末期病人需要更深層的醫療照護，然台東鄉親看病必需千里迢迢遠從偏

鄉到市區，對連車錢都付不起的窮人來說，常常選擇放棄醫療、無奈的等死！不禁讓人

聞之心酸。就在大家努力尋找適合偏鄉病人照護模式的當時，恰巧政府推行安寧照護試

辦計畫，其精神也完全符合醫院成立的宗旨，從此開啟了聖母醫院安寧照護之旅。

2003年醫院轉型期間，鄭雲院長邀請了鄭喧葉與施少偉醫師成立了安寧病房「恩典家園」，而後有黃冠球、顏國卿、張

慧嫻、喻永生、張斯卡等醫師加入，接著在2008年建立心靈療癒花園、2014年成立居家安寧輔具中心，大大的提昇了醫院

安寧照護的品質。

2004年成立的安寧病房「恩典家園」迄今已屆滿十年，目前仍是台東唯一設有安寧病房及安寧居家的醫院。雖然十年來

民眾對安寧療護仍不熟悉，醫院服務的住院人數已達1,589人、安寧居家也有1,021人，撫慰了近3,000個喪親家庭。

每天，安寧病房不斷上演著動人的生命故事。

每天，安寧病房的護理師們都兢兢業業的為末期病人做最好、最貼心的服務！因為，她們要讓病人們人生的最後一段旅

程走得有品質、有尊嚴，好好的跟家人們「道歉、道謝、道愛和道別」，安詳的離開人世成為可愛的天國寶寶。

的就是：因為在安寧病房裡，有許多〝生命

老師〞引領著我認識生命的可貴，讓我更珍

惜在身邊的所有親人。

聖母傳愛傳愛季刊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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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10週年-我在安寧病房的日子
文／珈苡

聖母醫院安寧病房在偏鄉台東已走過10個

年頭，而我，在這段路上只走了短短將近1年

的時間。

這一年，看過各式各樣的家庭，分享過不

同生命老師的人生故事，其中最令我印象深

刻的是，當知道有位21歲的男孩入住安寧病

房時，我的心情頓時產生了許多矛盾與衝

擊。是因為我與男孩的年紀相仿？讓我不禁

反思21歲時的自己做了些什麼？躺在校園草

地享受快樂的大學生活？還是準備迎向充滿

希望的社會新鮮人？而為什麼這個男孩才21

歲卻罹患了癌症？他現在是什麼樣的心情？

第一次接觸到這位男孩是在某個週五的早

上，遠遠見他病懨懨的躺在病床上盯著天花

板，臉上充滿著怨懟與憤怒，隨後，見他將

腳高高的抬起準備跨越床欄，我立即走上前

問他為何要將腳跨越床欄？男孩慍怒的對我

說：「為什麼要阻止我，我只不過是想要讓

自己可以走路而已，我如果現在不動，那一

輩子就癱瘓動不了了！」聽男孩這麼一說，

我內心突然感到有點苦苦的，很想幫他，卻

又無能為力。只能跟男孩說：「阻止你不為

別的，只是擔心你萬一摔傷了，會讓你的腳

更加無力動彈；不然我們用一個折衷的方

法，我們在床上踩空氣腳踏車，這樣我們就

像踏在空氣上走路，好嗎？」，男孩應允了

我，並略帶青澀的口吻對我說：「希望妳每

天都可以來跟我聊天」。原來，男孩其實是

渴望被愛與被人關懷的，只是礙於面子加上

不善表達，所以只好用這種方式來引起我的

注意與關心。

週一的早上，我想隔了兩天假日，上班時

應該履行與那男孩每天聊天的承諾。在走向

恩典家園討論室準備進行接班前，撇見男孩

病房外，掛著待清潔的牌子，心中頓時有些

不安，心想那男孩應該只是轉了床，換了病

房而已。不料，在總值交班時，不安的預感

竟然成真，男孩在我上班前的清晨5點35分，

已成為天國寶寶了！頓時，我的心似乎被掏

空了…都還來不及為男孩做些什麼，他就走

了…只能默默的祝福男孩一路好走，請隨著

光而行，不再眷戀與回頭。

感謝男孩成為我的生命老師，他讓我發

現人心最深的本質就是愛，而每個人對

愛的表達方式都不相同，沒有真正的對

或錯；不善表達的男孩，只是將愛的外表

沾附了許多不同的情緒，那些怨懟、不滿

與悔恨，讓男孩渴求的愛反而承受了更大

的痛苦。但我知道，那些情緒的內涵就是

愛。而身為社工的我，更應該做到「愛要

即時」、即使短短的陪伴，也能讓天國寶

寶隨著那道光平安而去。

恩典家園十年　文／美美

十年來，我們接生了三千多位住院安寧或

居家安寧的天國寶寶，不論酸、甜、苦、

辣，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著自己的故事，而背

後支撐他們的家屬也偉大得不在乎金錢或

心力的消耗，總希望能替病人受苦或為病人

爭取任何可以活命的機會。一位修女曾哭著

說：我沒辦法救，他還那麼年輕！我只能祈

求上主、聖母減輕他的痛苦！站在第一線的

安寧團隊就是這麼努力的去做減輕病人與家

屬身、心、靈痛苦的事，盡一切力量直到最

後；即使病人走了，夥伴們還是會繼續探視

家屬或電話慰問，直到家屬完全恢復正常生

活為止。

台東是台灣比較落後的偏鄉，民情不僅

保守，也缺乏醫學常識，常常生病了也不

知如何就醫？往往都是拖到最後病況嚴重

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才被人送到醫院診

治，有的甚至無人協助照護，只能無奈的

等待死神降臨！

近十年來，台東罹患肺癌人數急速攀升，

但讓安寧團隊較為傷腦筋的卻是頭頸部的癌

症；不知為何，這些病人幾乎是離婚、沒有

經濟來源或獨居無人照顧，要不就是父母高

齡無力照顧的良善之人，醫療品質對他們而

言簡直是天方夜譚。不知是否頭頸腫瘤的他

們，因為傷口味道重、呼吸困難、無法說

話、無法吃飯，全賴管路維生，有時傷口大

到像被癌細胞啃食得面目全非，內心百感交

集的他們，埋藏著許多的無奈與徬徨，連親

人也遠離他們！

永遠秉持「愛主愛人、尊重生命、為窮人

服務」為宗旨的聖母醫院安寧團隊，不管路

有多遠、病人有多窮，總是像親人般的照顧

他們，傾聽他們的心聲，減輕他們的痛礎，

也盡全力協助他們尋找社會各種資源，滿足

他們最後的心願與面臨的困境。雖然這樣的

服務常常令安寧團隊夥伴們心力交瘁，但，

只要想到艾修女曾說：「病人是我們的主

人，我們是病人的僕人」那樣偉大胸襟的感

召，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感謝

感謝

   聖母傳愛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ST. MA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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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安寧病房看到的感動
█ 文 邱武秋香

34歲的Emma（化名），是肺腺癌末期病人，

101年4月Emma母親聽說聖母醫院芳香療法可療

癒疾病及緩解疼痛，便主動與Nicole老師聯絡

並透過老師轉介安寧居家，開始我和Emma的安

寧之緣。

初見Emma即被她柔弱又堅定的氣質吸引，醫師

例行性的詢問病情，Emma輕描淡寫的説：「我很

清楚知道自己的病情，肺癌腦骨轉移，半年內體

重減少了8公斤，165公分的我現在只剩30公斤，

自己都不敢照鏡子；我明白病情很難有起色，但

仍心存盼望，希望藉由芳療控制病情」。醫師問

她：「你現在最感到不舒服的是什麼？」Emma略

帶嘶啞的聲音回應：「痛！左肋至後背骨頭如鑽

刺般的抽痛，晚上幾乎無法入睡，之前醫師有開

嗎啡給我，但我不想吃，怕吃了會一直想睡。」

Emma此時眼框泛紅語帶哽咽說：「除嗎啡止痛外

沒別的藥可吃嗎？」

按我以往經驗，像Emma情況的早就哀號不斷，

會主動要求打針或加強止痛劑量，但Emma卻只用

普拿疼來止痛，超強的忍功讓我和醫生都心疼不

已。詢問為何不吃嗎啡時？她選擇逃避話題，似

乎不想讓人看穿她的脆弱；而環繞在她和母親之

間的是另一種冰冷、傷心、絕望的氛圍，拒絕她

人靠近、也不輕易向人開放。

第二次訪視時，Emma感到胸悶無力呼吸，給氧

機也無法緩解。於是我將帶去的芳心好美精油

塗於Emma前胸後背處並請她閉上眼睛深呼吸三次

後，再緩緩睜開眼，Emma立即感覺胸口的悶氣消

散紓緩了些，我才發現Emma的內心有許多複雜情

緒無法說出口。結束訪視後我習慣性的伸手握

住她枯瘦如柴的手，Emma突然驚訝的張大眼說：

「妳的手，好溫暖呀！」在爾後連續2週的互動

過程中，我隱約感覺到她長期被壓抑的心靈，似

乎期待著被釋放。

一個月後，再訪視Emma，她緊蹙眉頭緩緩的

說：「最近我一直都很痛，口服嗎啡藥物也沒

效，連呼吸都很困難，拖著這樣殘破的身體，增

加媽媽的負擔，我是不是要住到安寧病房早點死

去，才不會綁住家人？常覺得自己很無用，現在

生活都要依靠媽媽，可是媽媽本身也需要人照顧

啊！我到底該怎麼辦？」於是我邀請她說說她的

故事，而母親如同往常的默默守護一旁。

Emma閉了閉眼緩緩的說：母親從事家庭美髮，

年輕時不但要支撐家計還要照顧重病的外公，國

小三年級時母親將她轉至外縣市就讀並寄住阿姨

家，直到專科畢業才返家與父母同住。這時，父

親卻得到骨髓癌，她便毅然辭去工作，專心照

顧父親至95年父親過世。處理完父親後事，Emma

發覺自己因骨關節異常疼痛且手指關節變形，

便瞞著母親去醫院檢查，28歲花樣年華竟被診斷

為類風濕性關節炎，需長期服藥控制，她堅定

的告訴自己說沒關係只要吃藥一切都會沒事，

生活也要回到原來的狀態，於是她又埋首於工作

中。沒想到一年後母親因乳癌，左乳切除及化

療，此刻Emma意識到如果失去母親，自己連活著

的勇氣都沒了，於是再次放下手邊工作全心全意

照顧母親，即便自己當時已感覺不舒服，仍強忍

歡笑照顧母親，為的就是不讓母親發覺異樣而為

她擔憂。就在母親療程結束，Emma緊繃的思緒終

於卸下之際，卻接獲自己罹癌的惡耗，Emma說：

「自己篤信佛教，長期茹素念佛，但此刻我只想

問菩薩，我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何要這樣折磨我

們？」Emma隨後毅然與交往5年論及婚嫁的男友

分手，更換電話、搬家….故事至此， 

我明白了，為何初次見面環繞在她和母親之間

的氣場是冰冷、絕望與哀慟的氛圍，是拒絕向人

開放，過多的傷害、憎恨與不甘心等，各自在

Emma和母親身上囤積著。

我很感謝Emma如此勇敢、赤裸的分享她的故

事，無聲的眼淚帶走Emma和母親長久被壓抑的負

面能量，經過釋放，我再用精油撫平她心靈的創

傷並感受愛與溫暖的支持力量。此刻，我知道她

已跨過身體界線，正朝自我療癒與靈的修復。

5月10日至29日Emma因痛礎加劇住院了，症狀

緩和後出院在家又自行停藥，她表示：「強效嗎

啡讓我整日昏沈受限床上，生命的氣息感覺很微

弱，我很怕、很不甘心、又很氣自己無法阻止身

體的惡化，現在我每天使用精油減緩疼痛，已經

很開心了，我擔心如果有一天感受不到痛，那就

表示我離死亡不遠了，可是，我想活下去，我

還不能走，你可以告訴我，我留下來是為什麼

嗎？」我靜靜的握住Emma焦慮的手，於是這天我

們做了一個藝術治療，她畫了一條鯨魚悠遊自在

的在大海裡游著，母親則畫了個女孩並希望這個

女孩自由自在，沒有任何解釋，但我明白，她已

逐漸開啟心輪並準備轉化。

Emma走後一個月，我訪視她的母親，母親提起

Emma在醫院臨終前，還不忘對她說謝謝及對不

起，沒有痛苦像睡著一樣的離世，她說：「我知

道Emma是被佛主接引走的，我也會學習放下，讓

她一路好走。」

Emma是我的生命老師，她用年輕的生命讓我明

白安寧是動態的、是生活、是過程，但絕不會只

是結果。安寧的真諦是原諒、釋懷與愛！透過安

寧療護、芳香療法、藝術治療、生命回顧與深度

訪談，及給予持續性的關懷與照護，陪伴個案轉

念達到心性的輕鬆與自在，便能與個案一起走過

死蔭幽谷，不再畏懼、逃避的坦然面對死亡！

聖母傳愛傳愛季刊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ST. MA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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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吳瑩慧／摘自健康世界

在台東部落看見在地老化的萌芽
4月初與友人在台東聖母醫院的協助下,來到了金峰鄉嘉蘭村,學習

了部落長期照顧的模式。這裡是2009年八八風災的重創地，當地人

說我們所走的河岸馬路是當年被沖走的4排房舍原址所重建的。馬路

下只見綿延的砂石,但是外來人何曾知道這片河川地原是孩童嬉戲的

綠色天堂。

街角轉彎處，長期照顧服務據點就設在離河道不遠處的一座兩層樓

的房舍庭院中，這是災民吳金桃所捐出的，她現在也是據點的督導。

一樓規劃成一個托老休息空間、一間辦公室、一間無障礙廁所和盥

洗室、一間廚房。十坪上下的庭院中心處，則擺設了長方形桌子和椅

子，做為活動場地；旁邊則有電視和簡單的音響設備作為娛樂用途。

另外有一些櫃子放置常用的文具和長者所完成的手工藝品，整體設備

雖然陽春卻也符合所需。

健康活力站據點
在開放的庭院中，每個星期一、三、五上午，社區的老人會來這

裡參加健康活力站，做傳統手工藝、唱歌、運動、協助準備餐食、

參與鄉村里民或社區發展協會的各項活動。我在他們的作品中看到

了精心製作的原住民腰帶、項鍊和提包等。辦公室的入口也看到蝸

牛殼串起充滿創意的門帘。健康活力站除了固定有30位左右長者參

加外，也有社區中的2-3位身心障礙人士融入，庭院中的兩座吊扇，

就是由自閉症夥伴所彩繪的。

而家庭托顧則是比較新的項目，目前有3位長者和3位身心障礙人

士，週一至週五，8:00～16:00。值得一提的是，每週的一三五他們

會和健康活力站的夥伴一起參加由專人所帶領的活動，豐富了生活

的連結。週二和週四雖沒有特定項目，但會有服務員在身邊陪伴和

守候。只要長者體力許可，都會在中庭隨性活動。有些社區的長者

或居民也可進來，一起看電視、聊天，並且和進進出出的其他工作

人員互動。或者在這個開放的空間中，進行所喜歡的項目。我訪視

的當天，有一位唐氏症的成年人在畫圖，另外一些人在看韓劇。我

問工作人員，這些不懂韓文也看不懂國字的老先生和老太太，如何

掌握劇情? 原來是他們會經由討論或詢問得知答案，生活也在這樣

的人際互動中鮮活有趣起來。

送餐、共餐和寒暑假的營養午餐
這裡菜單都統一由聖母醫院的營養師設計，再由這個據點的廚房

準備和發送。每天平均要準備40個4～5道菜的便當，分送給方圓12

公里內的長者，還有30多個健康活力站和家庭托顧共餐的夥伴。我

那天吃的是3個青菜，3片香腸和一尾煎魚加上QQ的白米飯，飽餐一

頓。督導說偶而鄰居或家屬會送來蔬果或食物，更可以另外加菜。

比較特殊的是，每逢寒暑假會受嘉蘭國小以及鄰近的介達國小委

託，送餐給30多位低收入戶的學生。所以平日40~70個便當是常態，

高峰期則超過100多份。

結合鄉公所和社區居民活動
健康活力站的長者所創作的傳統腰帶或項鍊，除了義賣、送給親

友外，也做為參與鄉公所、社區喜慶或特殊表演活動配戴用。所得

的酬勞，部分作為相關經費的預備金，以及過年的壓歲錢。如此不

但增加他們的參與率，更因為表演的榮譽感和收入，大大提升了經

濟的小確幸和生活的自尊。

就診和就醫
長者一般身體上的小問題或慢性病，會將他們送到社區或鄰近熟

悉其狀況的診所就醫，比較複雜或嚴重時，就會送往聖母醫院或由

醫院再轉介。醫院也會視情況支援居家護理，甚至包括居家的安寧

療護.如此在醫療資源的運用上，更便捷、經濟和有效。

人力運用的彈性
照顧服務員的高流動率，一直是長期照顧服務推展的一大瓶頸。

聖母醫院除了人員的培訓外，積極鼓勵在地人的服務。尤其是原住

民的部落服務更有語言屬性的需求，所以在增加當地就業率和族人

互相扶持照顧的前提下，產生服務員流動率低的良性循環。另外，

當出現糾葛的家庭問題時，也比較能透過熟悉的族群體制去了解或

排解問題背後的真正問題。

目前這個據點有8位照顧服務員，分擔居家服務、家庭托顧和居家

喘息的業務，加上一位半職的服務員，彈性支援人力遞補和前2項的

工作。如果人力真的吃緊，再請鄰近太麻里社區據點協助。服務員

在不同業務中，彈性和輪流調派，讓他們可以喘息和在不同領域學

習，更提升了照顧的知能。

資源和經費籌措
這個以排灣族和魯凱族為主要族群的社區照顧據點，已經運作超

過10年，居家服務、家庭托顧、送餐和居家喘息的經費來自社會福

利體系。

而健康活力站則是聖母醫院在風災之後，有感於居民的安置和身

心健康的促進，特別建構的服務。所需活動、餐食和交通接送都是

很大的經費支出，這些都需要來自募款。

據點的2樓原先有規劃一個小型的圖書館和閱覽空間，但因失修，加

上經費仍不足，所以只能斷斷續續進行改善。金桃希望他日完工後，

能真正重啟圖書館功能。同時讓只上半天課的國小學生，能夠在下課

後到這個讓家長放心的地方，來做功課和閱讀，同時他們也可以學習

和長者以及身心障礙者正確的互動。

在地老化的萌芽和省思
如果說“在地老化”是長期照顧的重要指標，我們由台東聖母醫

院和嘉蘭社區據點的機制更可以了解：若要真正落實，就必須有穩

定的人力資源、符合文化風俗的需求、相關專業的介入，以及醫療

體系的結合。

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台東的部落萌

芽時，希望與高齡化社會息息相關的政府機構、民意代表、社福團

體、醫療院所和大眾，能從這個參考模式有所省思與行動，讓國家

社會及早因應，朝更和諧與安定的方向一起努力。

   活動寫真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ST. MA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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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科　　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新陳代謝科 黃碧玉           
第 1個星期一

黃碧玉
第 2個星期一

內科
（腸胃內科）

傅珊珊 傅珊珊（約診） 傅珊珊 傅珊珊 傅珊珊

當週值班醫師

內科 黃冠球 黃冠球 黃冠球 黃冠球

外科（內科） 張斯卡 張斯卡 張斯卡 張斯卡

腎臟內科 戴政盛           
第 1.3 個 星 期
一

家醫科小兒科 林瑜貞   林瑜貞 林瑜貞 林瑜貞   

預防注射 林瑜貞   林瑜貞   

乳症科    黃柏榮
（初診門診） 
（限 15人）

黃柏榮   黃柏榮

婦科 莊其穆
第 2.4週

復健科 潘盈達 潘盈達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台東聖母醫院門診時間表

◎本院自102年12月20起，聘任台北榮民總醫院婦女醫學部莊其穆醫師看診(每月雙週星期五下午)，歡迎民眾多多利用。		 	
◎本院自102年8月5起，聘任基隆長庚醫院新陳代謝科黃碧玉醫師看診(每月第一個星期一上午、第二個星期一下午)，歡迎民眾多多利用。	 	
◎門診時間：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30												 	 	 	 	 	 	 	 	 	 	
◎現場掛號時間(週一至週五)：07：30～17:00(上午門診11:30停掛)　(週六)：08:00～11:30						 	 	 	 	 	 	
◎預約掛號時間(週一至週五)：07:30～17:30		(週六)08:00～12:00　預約電話:089-322833分機100、101	 	 	 	 	 	
◎衛教室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7:30　諮詢電話:089-322833分機157
◎本院另有：乳房MRI檢查(諮詢分機：356)、成人健檢、勞工健康檢查、監理站委託汽、機車駕駛人體格檢查。	
　諮詢電話:089-322833分機100、101	

大  事  紀

▲�歡慶恩典家園十周年慶舉辦安寧傳愛嘉年華會

▲�泰源部落服務車祝聖

▲�與康泰基金會合辦第 30 期好醫師先修營

▲黃主教祝聖輔具中心並與貴賓合影

▲�兒童節送愛心馬
芬 ( 聯華實業 + 聖

母

醫院 ) ▲�到鄉服務義診 ( 檢 ) 活動

▲�聖母安寧傳愛龍舟隊勇奪第七名 ▲�部落失能
老人及身心

障礙者圍爐

活動

▲�全國糖友團體會長及幹部 - 糖尿病自我管理同伴支持體驗營

▲�乳癌防
治宣導暨

義診 ( 綠
島 )

聖母大事記傳愛季刊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ST. MARY
,
S HOSPITAL 7




